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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田徑男、女子短跑項目歷年表現發展分析 

 

葉懿萱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摘要 

    過去國內選手在短跑項目之成績都表現優異，但是近年國內選手的運動表現卻不如

以往，教練除了在訓練上加強選手的體能、技巧和心理狀態之外……(略)。基於上述，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想要探討男子與女子短跑項目在世界與國內的發展趨勢與成績差

異。研究中主要分析資料包含奧運短跑項目男子與女子前三名、亞運短跑項目男子與女

子前三名……(略)，共 990 筆資料。研究結果顯示，國外短跑之平均成績與國內短跑之

平均成績相較下，國內短跑之平均成績較為不穩定……(略)。本研究藉由近年之國內、

外成績比較，提供教練及選手重要訊息，也建議未來應從軟硬體上的加強，增加短跑相

關文獻、教練的培育、選手的選才及器材的增設，對提升國內短跑成績之水平能夠有所

助益。 

 

1. 摘要請以段落式撰寫，說明研究背景與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論等等內容 

2. 所有內文(含摘要)均使用標楷體及 Times New Roman 撰寫，1.5倍行高，左右對齊。 

3. 邊界為上下左右各 2.54 公分。 

 

關鍵詞：運動表現、成績差異、短跑技術分析 

(提供 3-5個關鍵詞，請盡量避免與文章標題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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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14號字、置中)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4號字、置中) 

    田徑在公元前 776 年古希臘的第一屆古代奧運會即為比賽項目。田徑是田賽和徑

賽、全能比賽的統稱。以高度和距離長度計算成績的跳躍、投擲項目叫「田賽」，以時

間計算成績的競走和跑的項目叫「徑賽」…… (略)。 

一、 次標題 

(一) 次標題 

1. 次標題 

(1) 次標題 

 

第二節  研究動機 

    縱觀近幾年的研究文獻，很少關於我國百公尺優秀選手技術方面的探討，更缺乏與

國外優秀運動選手的步幅、步頻等相關數據的比較研究。為了解我國優秀短跑選手的技

術指標，探討我國選手步幅和步頻基本技術指標及個人技術風格，並查閱和搜集國際百

公尺跑優秀選手資料進行綜合分析，找出技術方面存在的差異，以作為短跑的選材、訓

練、教學以及短跑技術的依據(劉淑華、簡鴻汶，2006)。……(略) 

 

1. 內文除了 『章』、『節』標題用 14號字，其餘請全部使用 12號字，全部使用標楷體

及 Times New Roman 撰寫，1.5倍行高，左右對齊。 

2. 邊界為上下左右各 2.54 公分。 

3. 文獻引用須符合 APA 格式。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運動表現分析 

    探討不同種類的運動，如：桌球、排球、田徑等文獻，觀察選手的運動表現並分析，

發現選手的心理狀態與動機對運動表現皆有極大的影響，而運動表現的好壞都是影響運

動成績的關鍵。因此，每項運動都需要有一位優秀的教練……(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B8%8C%E8%85%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4%BB%A3%E5%A5%A5%E6%9E%97%E5%8C%B9%E5%85%8B%E8%BF%90%E5%8A%A8%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0%E8%B3%BD%E5%92%8C%E5%BE%91%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0%E8%B3%BD%E5%92%8C%E5%BE%91%E8%B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9E%E8%B5%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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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略)……。 

 

 

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1. 第肆章、第伍章的撰寫編排方式由指導教授決定，例如： 

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肆章 研究結果 + 第伍章 討論與結論 

 

第一節  國內短跑趨勢之分析 

藉由 1999-2019 年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男子與女子 100 公尺、200 公尺、400 公尺

前三名成績平均數進行分析，透過趨勢圖了解國內男子與女子短跑項目之趨勢，於圖中

發現國內短跑前三名平均成績較多的起伏。 

一、 國內男子短跑趨勢之分析 

    圖一顯示國內男子 100 公尺於 2015年與 2017 年之第一名都破紀錄，但因受到其他

名次之成績影響，因此與其他年份之平均成績相較下，沒有太多的差異……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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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中華民國全國運動會男子 100公尺 

1. 圖表標題請至於圖下方、表上方，以圖一、圖二、表一、表二……等順序編號。 

2. 所有統計圖表，請依據 APA格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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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發球運動表現前後測相依樣本 t檢定摘要表 

變項 組別 人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p 值 

8 秒 

三宮格 
前測 11 人 3.66 1.06 0.92 .38 

 後測  3.22 1.04   

3 秒 

九宮格 
前測 11 人 1.44 1.08 -0.29 .78 

 後測  1.53 1.28   

* p < .05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國內短跑相較於國外發展狀況，國內各項短跑之平均成績落差較為

明顯，國內之平均成績與國外之平均成績似乎遙不可及，國外成績發展較為平穩且維持

在高水平之間，反觀國內成績發展就有較明顯的落差……(略)。  

 

 

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是在探討國內外田徑男子與女子短跑項目表現發展之分析，從研究中發現國

內外之成績差距還是很大。在未來，希望可以有其他項目表現發展之分析，幫助國內教

練能夠從這些研究中，想出更適合國內選手之訓練方式，提升國內運動表現，使國內外

之成績差距能夠縮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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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考文獻請符合 APA 第六版或第七版規範。 

2. 先中文後英文，依照中文筆畫順序及英文字母順序編排。 


